Chinese Medicine Pharmaceutics
中藥學

中藥學課程進修階梯
中藥鑑定專業實踐證書

中醫學副學士

應用學習延伸課程 - 職場體驗計劃
中醫藥學基礎

中醫藥學學士
（本地或內地大學）

優
先
取
錄

中醫藥學基礎
(高中應用學習)證書

高中應用學習課程

中藥鑒定專業實踐證書
課程編號：CM081A
3762 4127
maggie.kong@hkuspace.hku.hk
中藥業界對受過專業培訓之中藥鑒定人才於未來將有更大需求，此課程提供正規、
系統化、專業化的教育及訓練，以配合本港中藥鑒定工作的發展需求。
本課程是為對中藥鑒定及檢測有與趣、有志於從事中藥鑒定工作的人士而設的。

中藥配劑高等文憑（高等文憑第三階段）
一年兼讀制

中藥配劑文憑（高等文憑第二階段）
一年兼讀制

優先取錄

中藥配劑證書（高等文憑第一階段）
一年兼讀制

學術或專業資格課程

中藥配劑高等文憑
中藥配劑高等文憑
高等文憑第三階段一年兼讀制

HK$29,520
報名費用：HK$150

資歷架構級別：5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20/000670/L5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2020 年 11 月 2 日 - 持續有效

中藥配劑文憑
高等文憑第二階段一年兼讀制

中藥配劑證書
高等文憑第一階段一年兼讀制

具中學程度或同等學歷

This is an exempted course under the Non-Local Higher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gulation) Ordinance. 根據
《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
，本課程屬獲豁免課程。
It is a matter of discretion for individual employers to recognize any qualification to which this course may lead.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這些課程屬獲豁免課程。
These are exempted courses under the Non-Local Higher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gulation) Ordinance. 根據
《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
It is a matter of discretion for individual employers to recognize any qualification to which these courses may lead.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這些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The course operator is applying for exemption under the Non-local Higher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gulation) Ordinance. 課程主辦人正根據
《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
辦理豁免註冊手續。
It is a matter of discretion for individual employers to recognize any qualification to which this course may lead.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Chinese Medicine 中醫學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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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edicine Pharmaceutics
中藥學

中醫藥學基礎（高中應用學習）證書

中藥配劑證書

課程編號：CM060A

課程編號：CM054A

3762 4127

報名代碼：2045-CM054A
3762 4117

bonnie.ho@hkuspace.hku.hk

中藥的調劑及配方是一項具專業性和技術性的工作，直接影響用藥的安全與療效。
本課程應香港中藥從業員協會及中藥配劑專業的要求而開辦。通過學習，學員將有
系統地掌握中藥配劑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提高業務水平，為香港市民的健康事業作
出應有的貢獻。
申請人應該：
- 完成香港高中課程或香港中學會考課程或具同等學歷。
- 申請人或須參加入學試。

課程資訊

HK$15,800
報名費用：HK$150
1年

HK$16,500（分兩期繳交）

2年

資歷架構級別：3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6/000092/L3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2016 年 1 月 26 日 - 2026 年 12 月 31 日

證書（單元：香港藥用資源與
容易混淆中藥品種）

S

課程編號：CM083A

粵語及普通話

資歷架構級別：2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5/002124/L2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2015 年 4 月 29 日 - 持續有效

3762 4127
maggie.kong@hkuspace.hku.hk
中藥材有成千上萬種，常用中藥也有五六百種。中國地域遼闊，由於歷史地理因
素、外形相似、名稱混亂等多種原因容易導致中藥品種的混亂，從而影響臨床治療
效果。有鑑於此，加強技術培訓，讓中醫藥業界人士充分瞭解香港中藥材混淆的情
況實屬當務之急。

中藥配劑文憑

課程編號：CM055A
報名代碼：2045-CM055A

33 小時

HK$5,500
報名費用：HK$150

3762 4117

bonnie.ho@hkuspace.hku.hk

中藥的調劑及配方是一項具專業性和技術性的工作，直接影響用藥的安全與療效。
本課程應香港中藥從業員協會及中藥配劑專業的要求而開辦。通過學習，學員將有
系統地掌握中藥配劑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提高業務水平，為香港市民的健康事業作
出應有的貢獻。

證書（單元：中藥鑒定技術訓練）
3762 4127
maggie.kong@hkuspace.hku.hk

中藥配劑文憑：HK$16,800
報名費用：HK$150
（持有本院「中藥配劑證書」可獲豁免報名費）
1 年至 2 年

資歷架構級別：2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21/000005/L2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2021 年 1 月 1 日 - 持續有效

課程編號：CM085A

申請人應該：
- 完成香港高中課程或香港中學會考課程或具同等學歷。
- 持有按香港大學體制，經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頒授的「中藥配劑證書」
；或
- 具同等學歷並在入學試取得合格成績。

中藥產業近年來一直保持著較快的增長速度，隨著本港的中醫醫院將在 2024 年落
成，中藥業界對受過專業培訓之中藥鑒定人才於未來將有更大需求。此課程提供正
規、系統化、專業化的教育及訓練，以配合本港中藥鑒定工作的發展需求。
本課程為學員提供有系統及正規的中藥鑒定技術知識和訓練，讓他們認識中藥材的
鑒別方法和特徵，並學習以不同的鑒別方法來鑒別中藥材。

粵語及普通話

資歷架構級別：3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5/002125/L3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2015 年 4 月 29 日 - 持續有效

45 小時

HK$10,800
報名費用：HK$150

中藥配劑高等文憑

資歷架構級別：5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21/000500/L5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2021 年 8 月 1 日 - 持續有效

課程編號：CM048A

報名代碼：2045-CM048A
3762 4117

bonnie.ho@hkuspace.hku.hk

中藥的調劑及配方是一項具專業性和技術性的工作，直接影響用藥的安全與療效。
本課程應香港中藥從業員協會及中藥配劑專業的要求而開辦。通過學習，學員將有
系統地掌握中藥配劑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提高業務水平。為香港市民的健康事業作
出應有的貢獻。

Chinese Medicine 中醫學

maggie.kong@hkuspace.hku.hk

本課程教授中醫藥學的基礎知識，使學生能掌握相關的基本概念，並在日常生活中
正確運用。

申請人應該：
- 完成香港高中課程或香港中學會考課程或具同等學歷。
- 持有按香港大學體制，經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頒授的「中藥配劑文憑」
；或
- 具同等學歷並在入學試取得合格成績。

課程編號：CMPS9008
3762 4126（日本語で対応）
y.liu@hkuspace.hku.hk

この講座は「中�学基礎を学ぼう」を終了した方への�ワンステップアップのコ
ースです�
10 個星期

HK$3,780

中藥配劑高等文憑：HK$18,600
報名費用：HK$150
( 持有本院「中藥配劑文憑」可獲豁免報名費）
1 年至 3 年

中藥學基礎知識

中醫學基礎

課程編號：CMPS9006

粵語及普通話

資歷架構級別：4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07/001665/4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2008 年 5 月 5 日 - 持續有效

3762 4126（日本語で対応）
y.liu@hkuspace.hku.hk

日本語で中�学基礎を学ぼう
中�学の哲学基礎�健�人体�び�病についての�識��生と治療原則などの中
�学的基礎理論などを丁寧にご紹介します�詳細な内容は�陽学説�五行学説�
気血津液�臓�学説�病因病���生�予防�び治療原則などを�みます�
HK$3,780

See legend on page 026 圖像說明於第 0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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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um Entry Requirements 基本入學要求（P.015）
Medium of Instruction 教學語言

Fee 學費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資歷架構

Duration 修業期
Exemption 豁免

Short Course 短期課程

For more and latest programm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有關最新課程資訊及詳情，請瀏覽學院網站 hkuspace.hku.hk

